
全球商业中的人文教育 

原创： 精神人文主义 Spiritual Humanism 1 月 6 日  

2018 年 8 月 18 日，北京国家会议中心，由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长江商学院和德国

KSG 基金会主办的 2018 第六届儒商论域会议，是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WCP）的特

邀分会。在会上，杜维明、卢卡·斯卡兰蒂诺、莱辛格、项兵、赵东成、樊和平、姚新中、

傅成玉、秦朔、周立等海内外知名学者与企业家们汇聚一堂，讨论了“精神人文主义”视域

中的全球商业伦理展开的可能性、重要性与实践性，以及儒家哲学对于商业伦理的贡献等问

题。接下来，本公众号将推出此次会议的演讲与圆桌会谈精编，作为一个系列推文以飨读者。 

 

主题演讲：杜维明、卢卡·斯卡兰蒂诺、项兵、傅成玉、莱辛格、周立：精神人文主义视域

中的全球商业伦理 

第一场圆桌会谈：道德的，抑或伦理的？我们如何认识企业精神：“精神人文主义与全球伦

理精神” 

第二场圆桌会谈：现代性、全球化与地方性：“全球商业中的精神人文主义：和而不同的多

样性” 

导读：本文为本次儒商论域第三场圆桌会谈会速记整理稿。 

主持人：王建宝博士（长江商学院人文与商业伦理研究中心主任）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TQzNzg5NQ==&mid=2247484489&idx=1&sn=6c62f4a4eb20f47ba107b7d6f43c4c44&chksm=ec11e861db66617752d3bde769de2ceb207d32ba2b6bd06cde5a50129e52013ca816263b2bb5&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TQzNzg5NQ==&mid=2247484489&idx=1&sn=6c62f4a4eb20f47ba107b7d6f43c4c44&chksm=ec11e861db66617752d3bde769de2ceb207d32ba2b6bd06cde5a50129e52013ca816263b2bb5&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TQzNzg5NQ==&mid=2247484517&idx=1&sn=503266492ac66cf93a9186927c012b75&chksm=ec11e84ddb66615b1fd99b7b0088eb53e774f4eed764db427a6fe785849cdcbbaf1204ee2dfa&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TQzNzg5NQ==&mid=2247484517&idx=1&sn=503266492ac66cf93a9186927c012b75&chksm=ec11e84ddb66615b1fd99b7b0088eb53e774f4eed764db427a6fe785849cdcbbaf1204ee2dfa&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TQzNzg5NQ==&mid=2247484631&idx=1&sn=c957f85ade021ef25bb21f405d6bc693&chksm=ec11e8ffdb6661e9b4f70ecef70dba23059f761fd2b02d92afe96eac31a8255b32c1b8634a6c&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MTQzNzg5NQ==&mid=2247484631&idx=1&sn=c957f85ade021ef25bb21f405d6bc693&chksm=ec11e8ffdb6661e9b4f70ecef70dba23059f761fd2b02d92afe96eac31a8255b32c1b8634a6c&scene=21#wechat_redirect


圆桌嘉宾： 

周立（长江商学院助理院长） 

霍华德·科恩（美国天普大学对话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秦朔（上海那拉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彭彦华（中国孔子基金会的学术主任、《孔子研究》的主编） 

田茂永（《首席财务官》杂志出版人兼社长、总编辑） 

 主持人（王建宝）：我想请问周立院长，长江商学院已经做了十多年商业人文教育，不

知道您对这方面有一些什么好的想法？ 

 

周立（长江商学院助理院长） 

周立：谢谢建宝，在座很多都是哲学家，也有很多企业家。这个话题又是讨论商学院的

人文教育，我想从商学院讲起。以前讲得比较宽泛，今天专门讲我们为什么会在商学院讲人

文教育这个题目。 

商学院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1819 年，世界上第一所商学院

ESCP-Europe（欧洲高等商学院）诞生于法国。美国第一所商学院是沃顿商学院，成立于

1881 年。这两所商学院都出现在社会大变动以后，前者在法国大革命以后，后者在美国独

立战争以后，之后经济开始起飞。两所商学院的创始人都是企业家，他们敏锐地意识到了那

个时期商业、商人和社会关系的变化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他们成立商学院的目的，一

方面是要学生学习怎么经营企业，还有一方面要解决一些问题。像 ESCP，要解决商学院学

员和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民主制度和社会利益三者之间的平衡。沃顿商学院的沃顿先生也

提出，当时美国经济发展非常快，需要大批的经理人，因此他认为商学院必须要将商业与道

德情操并重，这跟我们说的“利义兼顾”不谋而合。他还说，商学院的学生培养出来以后，



一定要具备用知识和财富为他人服务的愿望和能力。不得不说，那个时候的企业家已经意识

到了一些很深刻的问题。 

我再讲一下哈佛的案例。哈佛是 1908 年成立商学院，成立之时，哈佛大学是不欢迎的，

哈佛校友是不欢迎的。因为哈佛大学是一个综合性大学，哈佛校友觉得，商学院放到这么一

个大学里边，表示哈佛在堕落。这个问题很早就有，沃顿在当时建议，商学院的学生是本科

生，两年要在大学里面学人文课程，后两年才会学专业课程。他认为人文教育可以启迪学员，

追求至善至美的愿望，可以享受人类心灵和知识的最高境界，所以人文课程在商学院创始初

期非常重要。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美国经济的发展，哈佛用另一种方式解决了这

个问题。哈佛商学院没有本科生，他们觉得人文教育应该在本科解决，也接受这种批评，所

以创立了独特的案例教学。很多人认为，这种教学方式把人文的因素综合到里面去了。 

下面讲两个卡耐基报告，这两个卡耐基报告对商学院后来的发展起到了非常深刻的作用。

第一个是 1959 年的卡耐基报告。这个时候，美国的公司发展得已经非常壮大了，但是卡耐

基基金赞助的报告题目叫“美国商人的教育”，在那个时候深刻地批评了当时的案例教学，

主要是批评其缺乏理论指导，他们提出了建议，叫做“用科学的范式来管理商学院”。从那

个时候起，就比较注重所谓的科学，也叫做逻辑实证主义。主要是用学习自然科学的方式来

进行商学院的教学，这种方式一直持续到 2008 年。2008 年大家都知道，金融海啸以后，全

球都在反思，商学院其实也在反思。第二个是 2011 年的卡耐基报告：这个时候要反思本科

的教育，学院要学习专业，同时要学习人文，他提出的方式很有意思，借用 DNA 的方式，

叫双螺旋结构（人文和管理人）。所以说，西方在这方面也不是白纸一块，它对这方面也是

很重视的，有很多优点，他们也做了很多尝试。到目前为止，在 2008 年这个报告以后，很

多商学院也开始选修一些人文课程，开设一些人文课程，但是很少涉及到我们今天讨论的哲

学问题，大部分还是比较局部的。还有一个就是说，人文课程里面基本上还是以西方为中心。

另外主要是请商学院的同学到人文学院听课，而不是说像我们今天这样，这么有深度。 

长江商学院为什么要做人文呢？原因今天谈到了很多。在全球范围内，企业家对经济和

社会的作用非常重要。中国的企业家承担的命运更沉重。长江汇聚了很多企业的成功人士，

我们肩负的责任就更重。所以长江在 2005 年只成立了 3 年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了“全球视

野、人文关怀”，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了商学院的人文课程。我们开设了很多不同的人文课

程，有哲学的，有历史、美术、音乐的，分门别类。其它院校也开始开设人文课程，有很多

原因，我今天就不再说了。但是，2014 年，我们开始考虑，怎么样形成一个体系？怎么样

形成一个商学院的人文课程体系？首先，人文课程在商学院的成功，是跟杜先生的领导、参

与分不开的。另外，从事人文教学的人员和从事商业教学的人员，一定要有一个对接。建宝

在这里面起了很重要的穿针引线的作用。我们想，一方面有杜先生这个原因。另一方面，我

们确实认为，如果要开始的话，应该从哲学开始。因为今天讲到了，哲学是所有学科中最基

本的学科。那么，从哲学开始，我们觉得应该可以从中国哲学开始。而中国哲学的特点就是

人文主义，中国哲学又从儒家开始，我们就决定从儒家开始。为什么呢？因为儒家文化其实

内化了很多诸子百家的优秀文化。只是儒家后来作为主导被吸纳了。最终，我们就落实到用

精神人文主义来指导首期的人文课程（哲学课程），它涉及到企业的核心，就是己、群、天

和地。 



 

王建宝（长江商学院人文与商业伦理研究中心主任） 

王建宝：谢谢发言人，刚刚讲了精神人文主义怎样在商界应用，以及长江商学院如何把

精神人文主义融入到自己的人文教学当中。说到这里，我们想听一听来自美国的观点。我们

接下来有请霍华德·科恩教授。霍华德·科恩教授今天代表的是美国天普大学对话研究中心，

他是那边的执行主任。 

 

左二为霍华德·科恩（美国天普大学对话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霍华德·科恩：我在天普大学的商学院教学，大概 2 年之前，我也加入到了沃顿的教学

团队当中。我觉得哈佛对于商业教育的观点是非常特殊的，他们从来不提供本科学位的教育，

只提供硕士、博士、博士后的教育。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从地理角度来讲，商学院其实跟大

家所了解的哈佛主校园是有一河之隔的，它在查尔斯河的另外一边。所以，它跟整个哈佛也

是分开的。商学院的教工在商业伦理方面做了很多研究工作，我刚到沃顿商学院的时候，讲

的是公共领域管理，主要是联邦层面政府的管理。当时的院长认为沃顿需要建立这样一个商

学院，并且商学院的一个目标应该是帮助公共部门的领导者更好地引领政府的事务。所以，

当时我们所教的课程当中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关注人文主义的价值，像公民性、正义等

等。我们的目标就是去培养未来企业的领导者，问题在于怎么样才能培养这些领导者。 



我觉得其中非常有意思、也让人困扰的一个方式就是，我自己之前学习的专业是律师，

你在医学院、牙科学院，还有其它学院，都会发现，这些人本科就是学这个学科的。但是在

商学院，你会发现这些人可能从前从来没有过任何的商业经验。像我们天普大学福克斯商学

院现在也会教很多的商业伦理课程，已经上了 10 多年，我也一直在过去的 10 年当中教这

个课程。但是，我们这些课程的核心就在于要让学生出去能够找到工作。除此之外，我认为

他们还需要非常强大的沟通能力，现在也需要把这一点纳入到课程当中，因此也会有一些涉

及到交流沟通的课程。在任何沟通之前，人首先要了解自己，这个就会涉及到一些非常有趣

的哲学问题，在东西方都有思考的一些哲学问题。第三，这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在

自己的课程当中希望教授的就是批判思维与对话。也就是去通过批判的方式思考不同的问

题，并且也能够跨过不同文化的桥梁，去跟不同背景的人、公司进行沟通和协商。 

所以，整体课程的要求就是让学生能够成为更好的商界人士。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会同

意这样的看法。像比尔·盖茨自己，他是哈佛的辍学生，然后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在某种意

义上讲，他也成为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据我了解，他每天至少会花 4 个小时的时间读书。

不是读小说一类消遣的书，而是去读跟商业管理相关的书。他认为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

坚持不懈地去做正确的事情，我觉得这也体现了对于自己价值的坚持。 

有一个核心问题：商学院的教师应该进行学术研究呢？还是应该在现实的商业网络当中

工作呢？大家可能更多地关注他们的学术成就，以及他们现实的商业成就。然而，却很少有

人去关注他们教学的质量，我们需要去重新检验教师的教学质量。之前也有人提到过，就是

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群教师，他们能够结合现实生活当中的商业经验和教学本身。我知道

可能有些人会不爱听，但是我还想说，其实在商学院，学生是我们的客户，客户想学什么？

比如说他们来自于中国的文化背景，他们可能是想来学习哲学的。但是，像有一些美国学生，

可能就不愿意在这方面多花时间。所以，我们必须要停下来想清楚，重新去分析，尤其是在

西方这个背景之下，我们的角色到底是什么？我们在不断全球化的世界当中，到底应该扮演

什么样的角色？我跟很多同事都会有不同的意见。为什么美国的法学院如此成功？在中国也

有一些法学院的项目，日本也有，为什么美国的这么成功呢？就是因为法学院没有一个特殊

的领域分别，这些律师分布在各行各业，他们没有一个具体的系别。这就强迫我们在发展过

程当中不要采用孤岛式的思维，美国大学最好的一个优势其实就在于此。我不太了解中国的

大学，但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跨越不同系之间孤岛式的存在。然而这一点很难做到。

当我们真正去把人文思想付诸于实践过程中时，就会遇到像这样的困难。 

我们现在探讨全球的商业伦理。其实关于伦理，我在我父亲身上学到很多。我之前是童

子军的成员，多数的童子军成员不太会记得自己加入时候的初心。但是我从来没有忘记，我

们的行为准则第一要保持诚信。问题在于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的同事和朋友能够信任自己。

我自己的经验是，一旦你失去了他们的信任，就非常不太可能把这个信任再拿回来。 

我自己课程当中，特别喜欢的一个话题，就是安然。安然之前是非常大的一个企业，但

是倒闭了。如果说我们去研究一下安然的这些员工，你就会发现，安然的领导者自己只有经

济学博士学位，他来自于一个浸信会的家庭。问题在于什么呢？他领导的这个企业出现了问

题，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用道德的方式去工作，他们的腐败进一步波及到了成千上万的人。所



以，不管企业做到多大，关于企业领导者的道德课程是必须要永远存在的。不管教师在专业、

经济和商业运作方面的教学能力如何，必须要在批判性思维和商业道德方面拥有足够优秀的

教学能力。 

 王建宝：刚才几位都是从学校的角度来谈商业伦理教育。我们现在请秦朔先生通过自

媒体的角度，来看看如何发挥振人心、齐风俗的作用。 

 

秦朔（上海那拉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秦朔：谢谢，我到目前为止做了二十八九年的媒体。之前 25 年都是在体制内，最近 3

年在做自媒体。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商业人文教育的一个新的视角，是基于社会向

度的一个项目观察。最近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说疫苗，到现在为止，已经有 4000 多

家 P2P 公司暴雷了，再加上资本市场也不景气，所以人家说九州都把这个“九”，改成韭菜

的“韭”了。我们的环保也有很多问题，最近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在湖北汉江流域做了一个化

工围城的报道，情况比以前改进了很多。2012 年，全国 1 年的废污水排放量 785 亿吨，其

中有 400 亿吨是排进长江了。这是什么样的规模呢？相当于一条黄河的水量。 

所以，今天中国社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觉得，商学院作为一个培养商业人才的

基地，应该去思考，商学院的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一种伦理。我长期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

方面，长期来讲，一直有两种不同的声音。一是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他 1970 年在《纽约

时报》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增加利润，他反对企业承担股东责任之外

的任何其他社会责任。二是以德鲁克为代表的，他在 1973 年所写的一本书里提到，企业的

目的必须在企业之外，必须在社会之中。因为工商企业就是社会的一种器官。从这个意义来

讲，企业的商业视野里，必须要融入社会向度的一些观察。当然，很多学者，在这两种截然

对立的方向中，取他们的一个向度。比如哈佛大学的教授莱威特（音译），他认为社会问题

让企业解决是不对的，因为这样必须赋予企业更大的权力，企业就会成为具有支配地位的政

经社会的权力中心，这非常危险。也有另外的教授认为，企业不能仅仅承担一种简单的法律

责任，应该履行 Social stuff black，对广义的利益相关者负责。观点非常多，在此我不展开。

从全球来看，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一个还需要去探讨的问题。因为无论从联合国的《全球契约》，

OECD 跨国公司的《指导纲领》，以及全球报告的倡议，还是从 SA8000 到挪威传奇社的 SO

的 26000，已经是一个实践中的东西了。 



从我自己的理解来讲，如果用中国的文化话语来概括，一个企业在社会责任承担角度，

大概分成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1.0 阶段。核心含义大概是“利不害义”。你挣钱，但你不能作恶。为什么说

这是 1.0 阶段？因为这是法律的要求。中国的《公司法》第 5 条、17 条、18 条有很明确的

规定。2008 年，中国国家领导人也提出来，中国企业应该树立全球的责任观念，自觉将社

会责任纳入经营战略，完善经营模式，追求经济效益的社会责任统一。2013 年开始，中国

央企企业社会责任的报告已经全覆盖了。只要是央企，每一年必须发布这个报告。现在在中

国的沪深 300，大概也有 100、200 家公司去发布这个东西，所以这不用去讨论。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有不同的理解流派。比如有人认为，企业跟社会之间有一种潜在

的契约。迈克波特（音译）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不仅仅是响应式的，社会有什么要求，

你响应一下。现在扶贫吗？你就去扶贫。现在要乡村支教，你就搞一个教育基金。他认为更

多是一种战略性的，要与企业的长期战略发展关联。而且他认为，两者可以统一。比如说，

你的一些电子产品，外壳可以用可降解的玉米来做，本身又能够节俭成本，同时还可以环保。

我觉得这是 1.0 的阶段，“利不害义”。 

第二阶段： 2.0 阶段。是“义利并举”。核心意思是说，企业要从社会价值的角度去定

义企业。社会的价值定义了企业存在的真正理由。传统商学院教的东西，有马斯洛分析、核

心能力、比较优势等等。但我觉得，社会价值驱动的这样一个定位，现在其实没有充分的展

开。比如说一个企业怎么基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怎么通过你的供应链，或者生态圈，让企业

正向的价值能够外部化。然后，怎么创造更大的消费者剩余，然后消费者剩余减掉你对于社

会成本的占用，这是一种商业文明的贡献，或者收益。我觉得互联网时代对于商业文明的发

展，其实有很大很大的推动。因为很多互联网企业跟不购买就无法使用的商业产品是不一样

的。它有很多的东西，是连接，是为社会而生，用之于社会。在这个基础上，商业价值反而

成为了社会性、公共性价值的附属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义利并举”的企业要迈向一个

商业文明阶段有 4 个步骤：第一，用正的方式获利。第二，用创新的方式创造消费者剩余。

第三，对利益相关者和社会产生比较大的正外部性。第四，成为进步的阶梯，来回馈我们的

社会。 

那么，社会价值来源于哪里呢？我觉得来源于《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宪章》《联合国

人类环境宣言》，来源于 2015 年联合国发展峰会未来 15 年的 17 大目标。其实人类的一些

基本社会价值在里面非常明确，我觉得这个是第二个阶段。所以，“义利并举”的社会价值

驱动企业，无论是愿景、使命，无论是运营、管理，它都会有一些独特的特征。 

第三， 3.0 阶段。就是要“以利兴义”、“以利弘义”。什么意思呢？就是要用企业家精

神的方法，在社会价值和社会公共空间里面，去创造更多的价值。我们看到了很多这方面的

案例，比如说易趣的创始人邵亦波，他创办了一个慈善基金，这个慈善基金不以盈利为第一

目标，而是用科技满足人类生存的需要，减少世界上的苦难。他做的 APP 投资是要解决人

的焦虑、精神问题。中国的一些企业，比如说新泉基金，从 2008 年就开始按照企业社会责

任的理念进行投资。每年的管理费提取 5%作为专项基金，投入社会公益事业，而这个社会

公益事业里面，形成了一套非常好的、完整的模式，非常专业。还有像方太这样的企业，现



在已经向社会发布跟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毫无关系的产品，比如说今年就发布了一个家庭幸福

观，作为一个文化产品，告诉每个家庭怎么幸福。它在企业里面已经做了很多实践，这样把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外部化。 

从国外来看，像孟加拉国尤努斯的企业社会创新实践，就是从股东利益最大化走向了社

会价值利益最大化，他投资了二三十家社会创新企业。我采访过他，他的股东仅仅是以收回

投资的股本为前提，而不再分红了。比如说跟巴斯夫去做防治蚊虫的特别低成本的蚊帐，比

如说和达能合作，针对贫穷地区的孩子的低价酸奶等等。像 eBay 的创始人奥米迪亚，现在

扎克伯格跟他的夫人陈·扎克伯格，他们的基金会，跟传统的做法已经不完全一样了。他们

会拿出一部分钱，不再说做税后抵扣，而是把这些钱投资在那些针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教育、

医疗等等方面，去全世界的很多地方做。非常典型的，像比尔·盖茨基金会，有催化式的慈

善，是世界有史以来解决全球疫苗问题、解决非洲疫苗问题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法。通过

企业家的精神，整合了各国政府，解决了受援国的问题，整合了很多科技发明的转移，整合

了很多基金，包括很多受援国在发行疫苗债券，由世界银行去背书，已经真的解决了非常大

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是用企业家精神直接去解决社会问题了，已经到了“因利而兴义”的新

阶段。我认为中国目前的发展趋势，大量的企业还停留在第一阶段，我不干坏事就行了。或

者我干了坏事，往往会说别人也是这么干的，大家都这么弄的。我觉得中国的商业文明跟社

会价值意义的承担才刚刚起步。但是，最近我们会观察到一个很大的现象，中国资本市场现

在更多的是对海外开放，现在全球很多基金要进入中国投资，基于资本市场的压力，会慢慢

使得中国公司更加考虑社会向度这样一个商业伦理塑造。我认为商学院应该从过去比较单向

度考虑怎么做生意、怎么提升公司的股东价值，而转向人文教育的推动。最后我想用亚当·斯

密在《道德情操论》的一句话跟大家一起分享：“以他者为念甚于为己之谋，抑己之私而行

仁于外，人类天性之完善以此构成。” 

 王建宝：谢谢秦朔老师。因为他是扒着火车过来的，所以我让他全部讲完，不忍心打断

他。秦老师讲的特别好，就像中国《易经》里说的：“利者，义之和也。”我们是儒商论域，

也很荣幸请到了中国孔子基金会的学术主任、《孔子研究》的主编彭彦华教授。 

 

彭彦华（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主任、《孔子研究》主编） 



彭彦华：我也是前两天刚接到邀请，做了一些功课。这个论题我简单讲三点：第一，企

业在发展核心技术的同时，需要提炼核心理念。第二，人文教育涵养企业文化。第三，企业

文化是围绕人文教育的目标培育现代新型儒商。 

我们现在的企业处于一个发展阶段，可能会有多种有意义的模式需要去尝试。有 2000

多年历史的儒家伦理，可以作为一种尝试的模式，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

比如说“天人合一”，利用这种思想，可以化解人与自然的矛盾，来发展企业。“治国平天下”，

应行王道，不能行霸道。行王道，会使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之间和睦相处。行霸道，会

引起战争、引起冲突。再就是特别强调人的道德修养对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儒家说，

生死富贵不是人的终极追求目标。什么是终极目标？提高自己的道德学问，来增进社会福祉，

这是终极目标。落实到企业上，以法治企业，以德教化人。 

我们讲人文教育的涵养，什么是人文？古人有自己的解释，在《易经》第二十二卦贲卦

上，贲就是装饰的意思，讲：“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

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说到天文和人文，不能说配合得恰到好处。我们必须进行人

文建设，来达到教化于天下。“文明以止”，就要需要外在的教育，让人明白“止”的道理。

这个道理可以称为价值观或者价值基座。表现在人的身上，就是一种态度、一种作风，可以

说是一种气概。 

美国记者劳特斯曾经问李嘉诚，你成为华人首富，是因为你比别人勤劳，比别人聪明吗？

李先生回答说，是气概。气概就是一个人的格局、一个人的高度。他再问，你这种气概是怎

么培养出来的？李嘉诚的回答，他非常感叹，说儿童时期读过《三字经》《千字文》《老子》

《孟子》《论语》，这些东西弥足珍贵，使他终生受益。这些人文教育告诉了我们什么？心存

敬畏。就是说学习经典，会体会到圣人的教诲，体会到格局和境界。我们在道的更高境界上

要有所追求。 

我们说中国哲学从根本上解决了人心的问题，而人心是一切问题的根据。我们明心、净

心的本质就是建设心灵品质的本质，要把心的漏洞补上，这样人才可以更加有力量。孟子讲：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什么意思？你不要放纵自己，不要扭曲自己，不要丧

失自己，要实时把心收回来，把心存养好，有浩然之气，这样就不会失去目标，不会失去方

向。再就是你要体验生命的快乐，学的快乐、交朋友的快乐，乐天、乐人的快乐，乐水、乐

山的快乐。那么意识到人灵魂的高贵，这种生命快乐从哲学意义来讲，是一种内在的超越，

是人生精神境界的一种追求。孔子就讲学不为了见之于别人，是为了自己而学，是成就自己，

完善自己，是“学以成人”，是发现、开辟自己，以求自己的完成，是学做人，是自己学一

个完善的人。所以我们说“下学而上达”，是一种精神境界的提升。 

杜先生是从天、地、群、己来讲，我更愿意从己、群、地、天说起。先说“己”，儒家

有一系列鲜明的特质。“为仁由己”、“君子求诸己”，这都是他的基本精神。人的追求有两种

途径：一个求外在，一个求内在、求诸己。求外在，包括功名、富贵、利禄都有。孔子讲，

“富而可求也”，要是“执鞭”我也愿意，但是有不确定性，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我

们抱的态度只能是只问耕耘，不为收获。有一句话，“成事在天，谋事在人”。但是求诸己就

不一样了，求内在我们可以把握，不能一生求得荣华富贵，我做一个坦荡，堂堂正正的人，



经过我的努力可以达成。孟子有一句话，说：“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 

再就是儒家讲的“内圣外王”，外王的基础是内圣。无论你是否可以开出外王，没有内

圣什么也谈不上。孔子就把“己”看得很重，况且他的态度非常明确，说富贵也好，事功也

好，你都要以堂堂正正的手段去取得。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个你不能当资

本用，不能当投资用。“本乱而末治者否也。”再就是“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不怨天不尤

人”、“反身而诚”。 

再就是“群”。“群”就是忠恕之道。我们说修己、尽己、推己，这是一个过程。儒家是

实证实修的，在实践中体悟的。再就是到“天”、“地”了，由“己”、“群”到“天”、“地”。

我们说儒家的“己”并不是与外界无涉的，责任感是很强的。以天下为己任，是“造次必于

是，颠沛必于是”，一个伟大抱负，怎么达成？一个是与他人的和谐，另外与宇宙万物的和

谐。这样把己和群融化在宇宙和天地之间。 

 王建宝：谢谢彭教授，她也是我们今天会议唯一的一个女嘉宾，给我们揭示了人文的

含义。彭教授讲的是《周易》第 22 卦的贲卦，下面是一个火，离卦，上面是一个山，艮卦，

一个人爬到山上了，看到了下面的火，看到了光明，那就是中国人文的意思。。 

现在请长江商学院 EMBA13 期校友，也是《首席财务官》杂志出版人兼社长、总编辑

田茂永同学，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商学院的毕业生里面，他是如何把他的会计学和中国传统

人文结合起来的。 

 

田茂永（《首席财务官》杂志出版人兼社长、总编辑） 

田茂永：非常感谢建宝给我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刚刚这一轮发言时，我注意到霍华

德·科恩教授刚刚提到了一个案例，是爱尔兰那个案例。这是大概 2000 年到现在接近 20

年中最出名的一个财务案例。 

我们今天用大量的时间来谈这个商业伦理，我为什么来呢？我想，来参加这个会也挺有

趣的。中国所谓 360 行都有祖师爷，可能国外的朋友不一定知道，会计这个领域，中国有两



个开山鼻祖：第一个是大禹，是中国最早的一个治水的人，大禹治水封山的地方是绍兴的会

稽山，5 月份刚刚在那个地方开了世界会计论坛，“会稽”这两个字也是很有意思的。后来

到了孔子的时候，孔子做过会计，孔子是第二个祖师爷。我们先说一下大禹留下的这两个字，

实际上会稽的那个“稽”字，我认为是一个商业伦理的概念。“会”很简单，是一个汇总、

计算的意思，古人讲“月计岁会”，就是每月出报表叫“计”。但是又叫“会”又叫“计”的

时候，实际上把年报表、月报表讲了一次，这在中文里面表达是不恰当的，是一个重复的表

达。原始的表达是“会稽”，这个“稽”是稽查的“稽”。大禹治水之后，在绍兴的会稽山分

封诸侯。说对诸侯在治水当中的 KPI 进行考核，然后有赏有罚，是在这个地方，地名就叫会

稽山。这个“稽”后来的演化，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种商业伦理的缺失。“会”代表商业价

值的计量，就是“量”的部分，“稽”是商业价值“质”的部分。这个字的演变，在国内 2000

多年来大家一直比较看轻商业是逐利为上的认知中，埋下了这么一个伏笔。 

到了孔子的时候，我看到相关文献，说他做过会计。《孟子·万章下》里面有这么一句，

“孔子论会计”，叫“会计当而已矣。”这个会计做到“当”就好了，我觉得这个“当”更是

一种商业伦理。什么叫“当”？我的理解相对粗浅一点：第一，社会层面你要合规。你要做

得对，做得合规。第二，从宏观层面，你要做得准确。第三，从微观层面，做事人的层面叫

操守。孔子觉得会计这个事没有什么态度可以谈，你做到“当”就可以了。反过来想，我们

孔夫子先生对于商业伦理，用这个字来衡量，今天也是比较精确的。你做到“当”，什么是

“当”？个人、企业与社会的发展，都要同步。像刚刚秦老师谈到的，各种向度彼此的融合。

你又不能太超前，当然你也不能太滞后。 

我们如果回看全人类的文明史，会计这件事情，是文明的开端。山洞里面的兽面人，6000

年前的文字是计量山洞里存了什么东西，不讲什么事情，这个什么什么几个，那个什么什么

几个，这是文字最早的来源。今天互联网技术已经发展很快了，流行的技术叫区块链。区块

链叫分布式记帐技术，不是分布式文学技术，也不是分布式哲学技术，叫分布式记帐技术。

我们看到，最先进的文字和最古老的文字，都指向了记录计量这样一件事情。我的思考，在

当下互联网技术这么发达的情况下，在大数据兴起之后，是否会对全世界的公司商业伦理造

成巨大的冲击？我知道，至少中国很多领先的一些大数据互联网公司，已经出现了所谓大数

据杀熟的状态。最近刚刚上市美国的一家企业“拼多多”，把商业伦理问题直接摆到了所有

人无法不直视的面前。大家绕不开了。也就是说，商业的伦理在今天技术、市场的变化下，

有没有新的东西？我们今天听了这么多东西。刚刚可能刘教授提了一点点。我们下次活动当

中是否能有更多的关于技术变革对全球商业伦理的冲击的讨论？我非常期待能听到真知灼

见。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k97MNZ-H-BZHgtET3uObRw 


